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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呈现市场集中度不断下降的趋势，市场竞争程度也有所增
加，但银行间同质化经营问题较突出，导致银行体系不能满足金融服务多样化的实际需求，而且不
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为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达到效率与稳定并举的目标，监管部门应采取措施
促进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应从价格差异化、产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品牌文化
差异化方面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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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包括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
等构成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商业银行体系。截至 2011 年底，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 12． 71% ，加
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 10． 24% ，不良贷款率 1． 77% ，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 278． 1% ，资本利润率 20． 4% ，资
产利润率 1． 28% ，从利润来源看，银行业利润增长主要源于以信贷为主的生息资产规模的增长 ，以及银行经
营效率的提高，信用风险控制较好。①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市场整体运行情况良好 。
市场结构是指在特定的市场中，企业间在数量、份额、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微观经
济学将市场结构分为四类： 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而一个特定的市场属于哪种市场结
构类型，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和进入壁垒。在实证经济研究中，人们常用的是
从集中度的角度来考察市场结构 ，认为集中度是影响市场表现的决定性因素 。银行市场集中度是指银行业
市场中几个最大银行所占的业务份额 ，一般而言，集中度越高，大银行市场支配势力就越强，竞争程度就越
n

低。研究市场集中度通常用到的指标是行业集中度指数 ，行业集中度指数 CRn =

Xi 其中，Xi 表示第 i 家
∑
i =1

企业占市场份额百分比，CRn 表示按市场份额从大到小排序前 n 家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本文根据银监会
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出 2003 － 2011 年五大商业银行的 CR5，具体见表 1：
表1

总资产的 CR5

全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指标（ 2003 年—2011 年）

单位： %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76． 70

76． 87

72． 93

70． 92

68． 47

66． 73

64． 98

69． 35

59． 72

注: 根据 2011 年银监会年报数据计算而得。商业银行总资产为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外资银行的资产之和。市场份额前
5 家的大型银行是指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
①

资料来源： 2011 年银监会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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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不断下降 ，银行业竞争程度有所提高。 但是目前，国内银行业市场
结构中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就是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的业务结构、收入结构、发展模式存在同质化的
现象，差异化不大。我国的银行业盈利的主要来源依然是传统存贷业务的利差 ，中间业务及表外业务的展开
仍处在起步阶段，并且银行的业务以及制度创新严重不足 。整个银行业的竞争激烈而不充分 ，主要表现在抢
占市场份额上。同质化经营导致我国银行业市场处于低水平竞争状态 。

二、银行业同质化经营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实际经济生活中 ，各企业之间在产品设计、技术、设备、成本、服务等方面的差异
性越来越小，产品的相似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结果是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程度越来
越激烈。从产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同质化正是产品大规模生产以及产业形成的基础 ，符合经济全球化
发展的大趋势。就银行业而言，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开发方面，与产品市场有相类似的一面。银行业作为一
个服务行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其产品具有同质性，更容易被模仿。银行业产品的差异和其他行业相比较
有两个特点： 一是商业银行的产品差异不是体现在产品本身的质量 、花色和花样等方面； 二是衡量产品差异
程度的指标———产品需求交叉弹性在银行业是非常难以测算的 。因此，在银行业中，在较短时期内成功实行
差异化的难度较大。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导致我国银行业市场经营同质化的具体原因还有 ：
1． 银行的市场定位不够精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仍缺乏对于市场的细分分析 ，没有针对自身实力恰当
地定位目标客户。银行普遍抢滩大中城市，一些大型企业尤其是经济实力强大、业绩优良的企业，往往成为
各家银行争相抢夺的客户。而那些融资困难突出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往往难以满足 ，农村地区银行业服务的
需求也还存在很大的缺口。
2． 金融创新动力不够。银行业产品的差异化来自于金融创新 ，而目前中国银行业市场供给推动不了创
新。中国银行业还是以信贷业务为主 ，中间业务及表外业务尚不具有主干业务的地位 。 银行利润主要来自
于存贷利差，在存贷利差较大的现实情形下，银行通过追求业务规模的扩大来实现盈利的增长 ，银行内在的
金融创新动力不够。
3． 分业经营的限制与利率管理体制的限制 。中国金融业目前实现的是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的模式，货币
市场与资本市场、银行业与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被人为割断 ，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银行业的金
融创新、约束了银行业的发展空间。银行业务被局限在以存贷款为主的狭小货币市场范围内 ，中间业务的发
展受到制约，产品差异度低，范围经济效应难以有效实现。利率管理体制的限制导致商业银行无法完全实现
产品差异化定价。
4． 监管部门监管政策僵化，缺乏灵活性，制约了银行差异化战略的实施。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监管政策
还不完善，在准入设置、资格审查方面的标准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中小银行要想取得某些业务资格和市场
准入，政策门槛要求较高，行政审批程序复杂，这样的政策设置特别使得中小银行在业务设立和战略发展方
面相互矛盾。在金融监管上，银行业创新的产品进入市场需要经过银监会审批繁琐而且复杂 ，压抑了商业银
行创新的积极性。银行监管当局逐一审批中资银行 、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这项政策本
身会造成违背监管当局初衷的不良后果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银行，都比监管者更了解自己和市场； 让
银行自主地决定开发和提供金融产品 ，是现代化银行体系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和竞争 ，提供最优金融服务的前
提条件。实际上，由监管当局统一批准新产品与新业务 ，导致银行因业务种类趋同而在宏观上聚集系统性风
险，在微观上使有进取的银行错失市场良机 ，甚至因商业秘密泄漏而造成不平等竞争 ，其最终后果是银行体
系对全社会金融服务产品供给不足和质量低下 。

三、我国商业银行同质化经营的不良影响
差异化程度低的银行业市场化结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对银行的多样化需求 ，
也不利于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发挥 ，更不利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稳定 。具体而言，我
国商业银行同质化经营的不良影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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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质化经营导致银行体系缺乏多元化 ，层次不够丰富，因而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
多样化的实际需求。尽管目前我国的各个银行在经营地域 、资产规模和所有制等因素来看，已经存在一定的
差别，这些银行业金融机构涵盖不同的类型 ，但是，从客户定位和自身定位来看，还是显得单一，差异性和层
次性还有所欠缺。我国存在不同市场定位的多元化商业银行体系 ，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
村信用合作社。但是各类银行在力争做大做强的方式上单纯寻求区域上的扩张 ，期望通过区域扩张达到客
户数量的增加。我国商业银行为确保贷款的安全性 ，几乎都瞄准了大客户和个人高端客户 ，这不仅造成了真
正需要的贷款的中小公司无法得到贷款或者加大中小企业的成本 ，使得潜在客户的流失，这样不仅降低了效
率而且可能带来官员的腐败行为 。
2． 各家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也可能使我国的银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 ，不利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稳定。 就
单个银行而言，同质化风险一般是其在资产运用或者资金来源上过度集中于某种风险相同或类似的产品与
渠道，一旦受到这种过度集中的风险暴露冲击 ，金融机构或投资者会变得更加脆弱。 就金融系统整体而言，
金融的同质化风险是众多不同的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则要求 、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模型
预期而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这类行为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不能彼此抵消，形成金融系统内部的正反
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在正的一面会催化金融泡沫膨胀 ，在负的一面会加剧金融危机冲击的恶性循环 ，两方
［1］
面都使系统缺乏收敛性，不利于保持金融稳定。 商业银行大规模的同质化有可能导致和加剧系统性金融
风险与金融危机。

四、实施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战略的对策与建议
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要求出发 ，应该严加防范诱发大规模同质化的金融行为 ，尤其是在微观层次上鼓
励构造差异化的机制，即鼓励商业银行实施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战略 。所谓差异化发展战略，是企业在确立
经营目标满足顾客需求的过程中 ，确定在战略层面或经营层面的某些领域 、方面、环节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形
成与竞争对手的差异，赢得市场的经营战略或策略。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本质是企业如何确定在哪些方面或
把哪些要素差异化，获得和竞争对手不同的经营要素 ，也就是对某种要素的相对垄断。差异化战略深刻地影
响了西方商业银的发展历程，中国商业银行也必然经历西方商业银行所经历的从无竞争战略 、无差异竞争、
［2］

初步差异竞争再到深化的差异化竞争这样的转变过程 。
1． 监管当局鼓励银行提高差异化水平的相关举措 。对于单个银行而言，提高其差异化水平不仅能直接
增加单个银行的稳定，还能摆脱主要银行目前过于依赖利息收入的局面，减轻由于利差下降所导致的不稳
［3］
定。 要想鼓励单个银行提高差异化水平，需要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 首先是在加强单个银行风险控制水
平的基础上，降低开展新兴业务的门槛，鼓励进行金融创新。其次应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设计差
异化的产品离不开市场化的利率 ，这样才能在更广泛的空间内定价 。再次，监管部门要规范银行的市场竞争
行为。目前有些银行为了追求短期利益 ，不惜采取不规范甚至是非法的行为 。这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削弱
了其它银行进行合理竞争的动力 。监管部门只有严厉打击这些行为，才能使单个银行能够集中精力和积极
地开展合理竞争，其中包括进行差异化竞争。最后，监管机构应推动银行的异质化发展和经营，保持市场空
间和金融业务的合理分割。从监管规则来讲，一方面应适当鼓励部分全能型、跨区域经营的银行发展，另一
方面应对中小型银行限定经营地域 、目标客户和金融业务，明确其未来市场发展目标和定位，限制其逐步成
［4］
长为大型银行，保证对两类银行的有效市场区分 ，从而确保银行间具有可量化的异质性 。
2． 商业银行产品差异化策略。产品差异程度和具体的产品差异类别可以反映一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水
平及市场结构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异化包括垂直差异化和水平差异化两个方面 。 各个银行的效率不尽相
同，每个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所提供服务的内容和质量也存在差异 ，这形成了银行之间的水平差异化 。如果把
贷款看成是不同种类产品的集合 ，那么此时的差异化还包括由于产品种类不同所带来的垂直差异化 。 银行
提供的产品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无形产品 ，产品的垂直差异化相对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 因此，一般说来，
银行产品的差异化应侧重于产品的水平差异化 。
产品差异还可以分为主观差异和客观差异两类 ： 前者包括买方的主观差异、认知差异以及卖方的营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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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造成的差异； 后者包括产品的性能和设计差异 、销售的地理位置差异等。银行产品的客观差异则主要体现
在不同的银行的客户开发能力、支付服务能力、综合服务能力所引起的差异以及银行业务的地缘差异 。目前
我国银行业务的产品差异化类别基本上还是以主观差异为主 ，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凭借着国家信用赢得了客
户的信赖，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随着银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客观差异应逐步成为主要的差异手段 。
开发面向不同客户群的产品是现代商业银行产品策略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收入、不
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地区的客户，往往有着不同的偏好，开发面向不同客户群的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
的需要，既可以有效扩大市场份额，又能有效增强自身产品与其他同业的差异性 。 例如，中小商业银行在深
入调研客户金融需求的基础上，针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借贷、财务顾问、市场资讯、管理咨询等各种服务，针
对个人提供老年人、学生、投资者、民工等不同的金融产品。由于产品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可以为银行产生
较高的边际收益，从而提高银行在市场交易中的地位 ； 由于银行的产品与服务具有某种特殊性，便可以使银
行依赖顾客的信任在与替代品的较量中 ，比同类银行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
3． 商业银行价格差异化策略。银行业产品的价格差异化主要体现在利率差异化和手续费差异化两个方
面。许多金融服务的价格包括利率与费用 ，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银行索要各种各样的应付费用。如每月的
账户收费要定期评估； 有的业务只有在具体服务时，如使用 ATM 时才会计费； 或者只有当某种条件 （ 最低存
款额要求） 没有得到满足时才索要具体费用。 许多产品和服务的综合价格也是不同的，对于每一客户来讲
由于需求不同而不同。总之，对于客户而言，在评估银行产品价格时是有一定困难的 。
定价差异化反映的是与竞争对手提供同样的金融产品 ，但在价格上有所区别，以此吸引特定的顾客群
体。首先表现为利率差异化策略： 在存款利率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深入，利率竞争将成为银行同
业间业务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客户是依据利率的高低、银行分支机构的远近、服务的优劣、稳健性的形象
等因素选择银行的，各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在当地的具体优势确定适当的存款利率 。在贷款利率方面，商业
银行应尽可能利用各种信息，充分掌握企业或居民的信用状况，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及其风险，进而降低贷款
利率，或者在能够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以较高的利率贷出资金 ，获取风险溢价。中小商业银行还可以考虑
通过手续费差异、小额存款账户管理费差异、银行卡收费差异，用较低的收费来吸引客户。 当然定价差异化
必须建立在成熟成本控制和成本核算基础上 ，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4． 银行业务服务差异化。不管提供的产品是否一致，价格是否有差别，银行的差异化战略最终是体现在
提供同业提供不了或不愿提供的服务和便利性上 ，就是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方式 、方法与对手不同。具
体反映在组织机构、销售渠道、服务渠道、员工服务态度、价格策略和宣传公关活动等方面 。服务差异化策略
正是银行与客户保持长期业务关系的重要手段 。商业银行必须能很好地把握客户实际需求，有完善的金融
产品及服务的种类，拥有适合客户要求的多样化的销售及服务渠道 。设立分支机构或电子设备和客户服务
都是非价格竞争的重要形式。银行营业时间，客户等候出纳员、贷款职员、客户服务代表时间以及网上银行 、
电话银行等标志着银行的服务水平 。同时应注重营建良好的服务文化氛围 ，充分发挥多种渠道交叉服务的
综合功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一般而言，大银行虽有规模、人才、技术优势，但机构层次较多，运作成本高，对市场反映慢，大银行可强
调把广泛的产品差别、丰富的经验、充裕的资源作为工具。中小商业银行则有管理成本较低、机构层次较少
的优点，应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变化，及时提供那些适当的、专业化的、价格低廉的亲民服务，找出客户没有
被提供的服务，在与其他银行的差异中扬长避短 ，提供个性化服务。
5． 品牌文化差异化策略
由于银行业务的特点，定价、产品、服务差异化相对容易被同业效仿 ，但是银行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差异难
以被仿制，是确保银行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本 。不同的品牌也是银行之间竞争的手段 ，因为品牌具有客户
锁定作用，作为品质和信誉的象征，品牌能不断提升客户对金融产品的美誉度和忠诚度 。创立著名的品牌离
不开文化的沃土，文化是创造强势银行品牌的基础 。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能上一个新台阶 ，其品牌的外在形
象就能吸引广大客户，对社会公众产生更大的品牌魅力 。文化和品牌差异化使得银行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
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创造出有别于其他银行的高附加值 ，获得持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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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将差异化发展战略可融入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中 ，从根本上为这一战略持续推进提供动力。 具体
可把差异化发展战略通过企业愿景 、精神、价值观、经营和服务理念等形式，根植于银行员工心中，成为他们
的行动纲领和行为准则。品牌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塑造品牌的个性化特征 ，银行应通过广告或者公益活动，树
立良好的、个性鲜明的综合品牌形象。商业银行在实施个性化品牌战略时应以客户为主线进行品牌建设 ，个
性化品牌战略是将所有资源聚焦于目标客户 ，提高新产品成功率，避免顾客认知不协调，并且用持续地、全面
地创新来提升品牌的生命力，激发品牌活力。商业银行为了进一步区分目标市场客户群 ，可以通过选择不同
的产品品牌识别来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 ，强化品牌的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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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omogenization to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the Banking Market Structure
ZHENG Xiaoling
（ Dongwu Business School，the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Jiangsu 215021，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market concentration degree which is related to market structure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is declining，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has also increased，but more outstanding problem is homogenization of the inter － bank business． The banking system can not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diversified financial
services，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banking
market，to achieve the goal of both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ifferentiation，commercial bank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address price differentiation，product differentiation，service differentiation，brand differentiation and
culture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market structure； market concentration degree； homogenization；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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